。※歡迎今天第一次來本會參與禮拜的兄姐，請您們留下聯絡通訊資料（電話、E-mail、
住址等）以利往後分享與代禱聯繫，願上帝賜福、保守您們！
＊通知事項＊
1. 本會舉辦設教 120 週年佈道會，邀請葉明翰牧師前來主講，葉牧師原來為算命師，
蒙神揀選成為牧師，在世界各地宣揚福音。本日(5/6)09:00「民俗與福音」
，10:30「星
座與命運」兩堂信息分享。
2. 下週(5/13)母親節暨設教 120 週年感恩禮拜，會中有恩典兒童合唱團及紅香教會詩
班獻詩，一、二堂禮拜合併，時間：09:30。
3. 恭喜本會許庭魁弟兄&張麗真執事喜獲一孫女，願上帝祝福。
4. 本週三福訓練已進入第二週課程，請弟兄姐妹向牧師、傳道或長老提供可接受探
訪的兄姐。
5. 2017 年度捐款收據已開立完成，請有報稅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6. 今年海外宣教日期為 7 月 28 日至 8 月 4 日，將與嘉義浸信會至緬甸東枝舉行義診
及短宣(本會負責)，期間亦前往東尼學生中心關心山區貧苦兒童生活，並幫助其
伙食費(每人一年 6,000 元，有 44 人)，請大家開始為此奉獻。
7. 本會紀念設教 120 週年，預定於 6 月中旬開始啓用新聖詩。硬皮$290/本，軟皮金
邊$350/本，每戶補助$200，即日起至辦公室登記並繳費。
8. 請兄姐繳交全家福相片（請註明相片中人員姓名，可用數位檔）
，以利製作 120 週
年紀念冊，5 月 31 日截止（母親節當天可協助拍攝，請向辦公室預約登記）
。
相片數位檔請寄至 liuyuan1898@gmail.com 或 a0918890088@gmail.com。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許明暉長老）
1. 本日(5/6)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2. 舉辦 2018 暑期兒童營「英雄練習曲~原力覺醒」，
活動日期：7/2(一)~7/8(日)，
活動時間：7/2(一)~7/6(五)，17:00~21:00；活動期間供應晚餐，請自備餐具。
7/7(六)舉辦戶外活動(不另收費，家長欲參加費用另計)。
7/8(日)08:30~12:00，為成果發表會與頒獎，備有中餐。
招收班別：輕黏土創意美術班，太鼓班，口琴班，律動班，羽球及桌球(報名桌
球、羽球者請自備球拍；因場地因素，羽球場為露天場地，若因天
候不佳，則當日併班至桌球班，學員需另預備桌球拍)。
費用：費用：1000 元/人(5/31 前 900 元/人)。請至教會網站或幹事辦公室報名並
繳費。
二、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松年大學舉辦一日遊，時間：5 月 9 日(三)，地點：苗栗南庄向天湖、桂花園鄉村
會館(午餐)→明德水庫→功維敘隧道。當日 8 點於教會出發，歡迎兄姐參加，
費用：700 元/人。請向劉美緻長老報名。
三、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葉美玲執事）
2017 學年度上學期獎學金將於 5 月 6 日禮拜中頒發，申請通過名單如下：
高中職：江泓汎、陳維理、賴承昊、蔡慧卿等 4 人。
大專院校：蔡允哲、陳楚云、吳和娟、賴芝亦、蘇凱琳、江榆婷、喬禹傑、
張碩恩、張瑄樵等 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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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1. 五月 11 日(五)三福訓練，晚上 7:20 上課，主題：
「生活佈道/分享見證」
，講師：
蕭仁維傳道，協助探訪：廖寶蓮長老、余燕儒長老。
2. 上週探訪：阮淑卿姐、曾能彬弟兄家庭。
五、圖書館組(組長：林玉山執事)
感謝圖書館志工群 2017 年度的熱心服務，將於 5 月 13 日一堂禮拜中請圖書館長
林玉山執事頒發感謝狀及禮券，名單如下：楊育真、劉榮澤、王啓明、楊守雄、
許瑞源、鄭清惠、林月嬌、卓慧貞、簡麗莉共 9 位。
六、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5 月 13 日適逢母親節 5 月份壽星慶生會合併於 6 月 10 日舉行。
2. 由台中中會主辦、中區三中會第 30 屆松年聯誼大會，時間：5 月 25 日(五)08:30
報到。
3. 台中中會松年部舉辦長者肌力訓練研習會，時間：6 月 7 日上午 9 點至 11 點 30
分。免費參加、欲購彈力帶者每份 150 元請於報名時繳交。講習會地點：柳原
教會。報名截止日期：5 月 25 日，報名請向林政義長老報名。
七、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劉雅玲執事)
1. 為加強關心參加禮拜的新來朋友，禮拜結束至愛餐之間的時段，在採光罩下方
的地下室『晴光雅座』設置 Source cafe【源咖啡】供品嘗及音樂欣賞時間，邀
請新來的朋友禮拜結束後蒞臨交誼和認識教會。
2. 訂於五月 13 日(設教主日暨母親節)上午 11:00〜11:50 辦理本年度啟用感恩活
動，特商請 Saxphone 演奏老師黃瑞芳夫婦前來現場表演。
3. 當天除了邀請初來的朋友，並邀參加禮拜的恩典合唱團的家長及各位媽媽們，
現場備有休閒座椅及單品咖啡、手工點心等，因空間有限座位不多，敬請受邀
貴賓於禮拜結束後立即至『晴光雅座』就坐，欣賞原音樂及品嘗咖啡點心。
4. 謹請三福隊員參與接待及訪談，少契契友負責現場遞送服務。
八、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傳道部舉行長執訓練會，時間：5 月 27 日(日)14:00~17:00，地點：向
上教會，講題：「教會社會化之危機」，費用：200 元。
2.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行第二小區辦理婦女事工靈修一日遊活動。日期：6 月
12 日(當天預計上午八點出發，下午五點抵達台中)，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5 月
13 日(週日)，參加對象：第二小區各教會婦契姐妹及其眷屬，名額限 42 名。地
點：惠蓀農場、清流部落、咖啡園，費用：每人 600 元，各教會婦女團契自行
决定是否補助。內容：信息分享、詩歌歡唱、欣賞上帝創造美好世界。報名請
洽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代禱事項＊
1. 為第四期三福個人談道訓練（5/4~6/29）順利進行代禱。學員六位：陳正榮、
賴信旭、顏姿叡、張哲豪、王月珊、呂明玲。
2. 為設教 120 週年，求主帶領柳原教會各項事工都能順利進行，質量都增長。
3.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梁祈錫執事、林尹晨小朋友、蔡伯煉執事、
陳春生兄、王謝月仔姐、莊水發兄、林南兄、陳朱碧琴姐、林義耕兄、卓聖耘
弟兄、許瑞源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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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台語) Kám-siā Siōng-tè ūi-tio̍ h I kóng bōe chīn ê un-sù. ( Ko-lîm-to hō. 9:15)
(台語)感謝上帝，為著伊講袂盡的恩賜。（哥林多後書 9:15）
(華語)感謝上帝，因他有說不盡的恩賜。（哥林多後書 9:15）
＊下週金句＊
加拉太 5:5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抉擇的智慧」一書。下次(5/12)由陳正雄牧師主理，請弟
兄姐妹參加週六上午08:10禱告會，一起為國家、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5/6(日)

5/7(一)

5/8(二)

5/9(三)

5/10(四)

5/11(五)

5/12(六)

經節

路9章

路 10 章

路 11 章

路 12 章

路 13-14 章

路 15-16 章

路 17-18 章

＊週間聚會＊
鼓勵無法參加主日禮拜之兄姐，能參加禮拜三晚上 8 時之週間禮拜。
星期

時間

地點

本週分享內容

負責同工

上週
出席

日

09:30~11:0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62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64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5 人

四

10:00~11:30 2 樓團契辦公室

日文讀經分享班

黃金鈺、施碧珍

8人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6 人

1 樓松年會館

＊下週主日、週間禮拜經課表＊
每週主日 08:50、主日第二堂 10:25 及每週三晚間 07:50 禮拜前禱告會，請司禮、
司獻、領詩、司琴及聖歌隊同工一同在 2F 練唱室、古蹟禮拜堂 1F 祈禱室集合，
請主禮牧師帶領禮拜前禱告。
聚會場次

日期

講員

證道題目

經文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合堂
台語禮拜

5/13

陳祐陞

上帝國的價值
觀

路四:5~8
傳二:4~11、
十二:1，13~14

7

71、300、511
柳原會歌

新的誡命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5/16

陳正雄

為上帝而活

羅六:1~11

25

132、134、508

同上

＊上週講道＊
【稱呼耶穌基督做主】
腓立比書二:9~13
陳祐牧師 2018/4/29
腓立比二:9~11「所以，上帝高升伊極高，賞賜伊彼個名(pôa)過佇萬名的頂面的，
互見若佇天、佇地，及佇地下的，佇耶穌的名無一個腳頭窩呣跪拜，無一個嘴呣稱呼
「耶穌基督做主，來歸榮光父上帝。」今仔日咱欲相及來看一個問題，耶穌基督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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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人甘願將最高的位把它放落，來到地上成為尚卑微，出世在馬槽，甚至最後互人 ‘
釘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穌的生命是不是按呢就結束？不是！聖經給咱說，上帝將祂
升為極高，互天頂、地上及地下全宇宙稱祂為主，為基督，這就是上帝國的一個規則，
在人所徛起的世界，人欲按怎生存下去？你著要去與人相爭相拚，才會出頭天，總是
在上帝國的定律，是願意謙卑降服佇上帝的人，上帝將他高升到佇極高，耶穌基督雖
然甘願死，總是上帝給祂升為至高，互祂成為主。咱今仔日屬於伊的人在此相及稱呼
「主啊！主啊！」到底這個主，是什麼款的主？與咱有什麼關係？
一、祂是咱活命的主。因為耶穌基督來到世間，互人原本因為罪與上帝已經切斷
的關係，給咱恢復起來，所以耶穌是賞賜人類活命的主。人在無與耶穌基督接觸以前，
咱只有肉體的活命，咱不知咱的靈可以與上帝往來，會當來聽到上帝的聲，會當與上
帝交陪，耶穌來到世界，將上帝互咱靈的活命，咱原本已經失落的閣給咱恢復起來，
所以耶穌是咱活命的主，是咱屬靈活命的賞賜者。在這個活命的主的下面，咱欲重新
閣來得到上帝的活命，這個上帝的活命欲來與咱聯結，這就是基督教最神秘又奧妙的
所在。基督教不是只有叫咱去行好積功德；基督教不是叫咱去修行或是苦楚自己，靠
苦行來得到某種德行；基督教是報咱一條路，就是人會當通過耶穌基督來與上帝結合，
這種的連結會互一個人變為不相同，會當產生生命的改變。有一個從上面來的力量，
會當改變我的活命，互我脫離我現在的苦楚，綑綁、困境，互我有一個新的傾向，新
的盼望，新的活命。互耶穌基督做你的主，祂就欲賞賜你有這種新的活命，開始來經
驗上帝的生命在你的裡面。
Jame Stuward 是英國 E dinburg 大學的教授，他曾寫一本書叫《A man in Christ》(一
個踮佇基督的人)，這本書主要是說到保羅是一個踮佇耶穌基督裡面的人，他說保羅的
神學，是在強調踮佇基督裡面，就是人與基督連結起來的活命，Jame 說：你若注意讀
保羅的批信，將「踮佇基督」把它圈起來，你會發現這句「踮佇基督裡面」出現一百
多次。保羅在遐一再強調人著要踮佇基督，人踮佇基督有喜樂，人踮佇基督有盼望，
人踮佇基督有新的活命，這款踮佇基督與上帝連結就是今仔日的福音，也就是互耶穌
基督成為你的主的意思。當咱說「我接受主」之時，就是說我接受上帝的活命，接受
上帝的應允，互我與祂會當連結起來，致到在我裡面有上帝的活命在遐開始作用，所
以我的傾向，我的想法、作法就會偏向上帝，這就是與基督的連結。
有時咱看一本書會改變咱的想法、對代誌的觀點，甚至改變咱整個的人生。咱知 18
世紀約翰衛斯理復興英國教會的時，當時有一位很出名佈道家，懷特腓這個人後來能
成為當時非常有力的一個大佈道家就是因為有一日約翰借他一本書，那本書書名叫做
「人的靈來與上帝聯結」
，這本書裡面說到基督徒在信主以後不可成做親像一仙布袋戲
偶，布袋戲偶仔的意思就是裡面沒有活命，你的手給它伸進去，叫他走路就走路，抬
頭就抬頭、左手、右手振動它就振動，你可以照你的意思去控制它，為什麼？因為它
裡面沒活命是空空的。在當時英國是在黑暗時期，教會腐敗上帝就興起，John Weisley
兄弟出來大聲呼叫「基督徒著要倒轉來佇上帝的活命」
，開始有英國宗教復興，又有社
會改革，當時教會是聖公會，呣要隨便互人講道，沒鼓勵人讀聖經，信徒失落真實體
驗上帝的生活，那個時候，John Weisly 兄弟騎馬到逐所在佈道，鼓勵人著要倒轉來佇
上帝的活命，在遐也感動了這懷特腓也成為一個非常有力的佈道家，所以一本書可以
影響一個人。
兄弟姐妹，今仔日咱在此做禮拜、敬拜上帝，咱所追求的是什麼？當咱在此稱呼
「主啊！主啊！」的時陣，你有確信你有互耶穌基督做主，你有得到上帝的活命嗎？
你有與祂連結起來嗎？你要有上帝的活命佇你裡面，你需要與上帝有一個新的關係，
這就是咱今仔日所傳的福音，耶穌基督為著咱來死，互咱的罪得到赦免，咱才會當與
上帝聯結起來，就親像電線若斷去，一定著要修理互好，電灯炮才會閣光起來，當你
的活命與上帝關係若斷去的時，人生活在黑暗中，人無人生的方向，無目標，無光明，
不知你是為何在活，在那個時陣耶穌基督來，將你已經斷去的電線給你修理好勢，互
上帝的光進入佇你裡面，當上帝的光入來，當你接受這個光的時，你的活命成為不相
同，對代誌的看法也不相响，你開始會感覺到上帝的疼，這就是今仔日上帝所應允欲
互你的「耶穌基督做主」
，就是做你活命的主。耶穌本身非常強調這個代誌，他說「我
是活命的米糧就近我的人決斷 餓，信我者永不口渴」
，人若無通過耶穌就 當與上帝
有活命的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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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耶穌基督若是咱生命的主，這個主到底對咱有什麼意思？就是祂是咱生命的
所有者，因為祂賞賜咱活命，這個生命的所有者，欲成為咱的主，來管理咱。在此這
個管理與普通的管理不相响。咱普通在說管理就是在某某人的權柄或是制度下面咱來
互管，總是當咱接受耶穌基督做咱的救主，他做咱的主來管理咱的時陣，祂並不是用
祂的權威或壓力來互咱降服，乃是用他的疼來感動咱，當咱互這款的疼來摸到咱的心
來感動的時，咱很自然用喜樂來互他管理咱的生命。我在想設使今天咱在做禮拜的時，
馬雅各醫生或馬偕博士二人從禮拜堂外面走進來，咱一定會站起來為鼓掌，來感謝
二人對台灣宣教的貢獻，總是若是耶穌走進來咱教會的時，你想咱會按怎？跪下來
敬拜！不相款在此，耶穌基督不是一位偉人、道德家、慈善家。他是神來到這個世界，
所以聖經說「佇耶穌的名無一個腳頭窩呣跪拜，無一個嘴呣稱呼『耶穌基督做主』」來
歸榮光父上帝」
，因為祂是神成為人來到這個世界，祂堪得互咱給祂敬拜。兄弟姐妹在
禮拜日咱為什麼著放下工作，欲來教會，咱不是只有欲來聽牧師說一篇道理，咱是在
此欲表示咱的敬拜。因為祂是神，堪得受人來敬拜與尊崇。
三、當咱稱耶穌基督做主，互伊來管理咱的時陣，咱就會當脫離魔鬼的綑綁，咱
就呣免閣驚那個黑暗的權勢。在這個世界有很大邪靈的力量，總是你呣免驚，因為耶
穌既然會當從死復活，表示他已經戰贏黑暗的勢力，所以咱常常說「奉耶穌基督的名」
就是這個意思，因為祂的名帶有權柄，凡若互祂管理，互祂做你的主，你就欲成做不
相款。
四、你若欲互耶穌基督做你的主，你要有什麼款的表現？下面是保羅給咱說咱要
有的表現。請看 12v「所以，我所疼的兄弟啊，親像恁曾常常順趁，呣若佇我及恁佇
啲的時，就現今我無及恁佇啲，益發著用驚惶愕愕惙來做恁自己的得救。」什麼叫做
驚惶愕愕惙來做成恁自己的得救的功夫？意思不是說耶穌基督的救恩不夠，所以恁著
要閣卡打拚一些才會完成，不是按呢，在此是說咱不可半途而廢，互耶穌基督的救恩
在咱身上沒完成。所以著用驚惶慎重的心，掠這項事做要緊，不可馬馬虎虎，著掠耶
耶基督做咱的主，歡喜來聽他的話，掠這項事做要緊，來互咱的拯救會當達成耶穌基
督欲救咱的目的。不可咱接受主以後，自己看輕這項代誌，沒致意在自己靈性的追求，
沒致意欲順服上帝，就按呢自己的靈命愈來愈軟弱，互自己失落救恩的新鮮，不止按
呢，在 13v 說「因為恁有彼個意願，有彼個所行，是對上帝為著伊的好意來行佇恁心
內。」意思就是當咱接受耶穌基督做咱救主的時，上帝的靈來踮佇咱裡面，他就開始
運行在咱心內，互咱有一種的立志，歡喜去想、去做上帝所歡喜的代誌。
Samuel Chaswell 牧師曾擔任美國海外宣道會的主席，他曾說過一個故事，他說他
小漢讀主日學有一日一個老師說一個故事影響他的一生。那天主日學老師說到奇異恩
典作詞者 John Newton 的故事，John Newton 說「設使我若是一個擦皮鞋的囝仔，我欲
做世界最好的擦皮鞋的囝仔，互那雙鞋金閃閃，親像那雙鞋是欲耶穌穿的；我若是做
擦窗仔的工人，我欲做世界最好的擦窗仔的，親像那個窗仔是欲互耶穌看出去的。」
他說那天主日學老師說的故事真正感動伊，因為剛好說到他心內的問題，他每天都要
替他父親擦皮鞋，每日擦皮鞋的時，都很生氣，兄弟好幾個，每天都是我在擦都沒叫
別人擦，所以常常埋怨在心內，特別那天剛好下大雨，他知道回去一定要閣替他老父
拭那雙濕皮鞋，他愈來愈生氣，剛好那一天主日學老師說到 John Newton 的故事，他
在回去時就說：
「好！主啊！我從今天開始無論做什麼攏欲給伊想做是替耶穌做的，所
以他回到家將父親的皮鞋拿起來，說「這雙皮鞋是欲互耶穌穿的，所以我欲把它拭做
尚金的」
，所以當他在擦拭時都無埋怨，閣很歡喜，實在是拭到很亮了，總是他還想說
不夠金，因為是耶穌欲穿的，所以要閣卡金，這個囝仔到尾成為上帝重用的牧師，因
為這個故事互他一個生活原則，
「我欲為著耶穌基督來做」
，歌羅西三:23 給咱說「恁無
論做什麼著出佇心來做，親像給主做，不是給人做。」這是咱喜樂的源頭，也是咱今
仔日稱耶穌基督做主的人，互伊管理咱生命的人所應該有的生活原則，因為當你將你
的生活上每一種行為、言語，所做當做禮物獻互主的時，你的生命就會得到豐豐富富，
你的人生欲成為不相款的人生，同心來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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